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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近日流傳一份沙田官立中學中二級中文科試
卷，其中涉及成語運用部分的試題，以今年9月28日警
方施放催淚彈驅散非法集結的示威者為題材，供學生
填充四字成語。但有關文章的內容卻大有問題，例如
寫到：「警方的催淚彈，無情地從四方八面飛來」，
並出題「即使抗爭者＿ ＿ ＿ 膽，仍四散逃竄」，及
「難明警方為何如此＿ ＿ 人 ＿！」顯然，前者的答案
應為「渾身是膽」，後者則為「草菅人命」。即是
說，出題的教師將違法霸路的示威者「歌頌」為「渾
身是膽」；而維護法紀的警員則是「草菅人命」，並
誣指他們「無情地」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云云。

試題偏頗 歌頌違法 鼓吹仇警

必須指出的，這是一份成語填充題的試題，出卷者
早已有了既定答案，而要求考生根據其思路填寫答
案。意味着有關教師的偏頗政治立場，已經通過試題
烙印到學生腦海中，他們將會被動地接受警隊「草菅
人命」的說法，相反一班違法示威者卻被塑造成英
雄，這就是該份「洗腦試卷」的真正目的。

出卷教師對於「佔中」有不同看法不足為奇，對警
方處理也可有不同意見，但有兩點是必須堅持的：一
是真相必須堅持；二是教師專業操守必須堅持。當日
警方要施放催淚彈，原因是大批示威者衝擊警方防
線，並且隨時會攻入政府總部。如果警方不盡快驅散
人群，不但政府總部有失陷之虞，示威者在混亂中更
可能出現人踩人的意外，施放催淚彈是為了保護警員

及示威者安全的必要之舉，也是最低武力的選擇，何
來「草菅人命」、如何「無情施放」？真正「草菅人
命」的正正是策動暴力衝擊的搞手，教師出題時究竟
要不要先弄清事實，還是照着《蘋果日報》的報道搬
字過紙就算數？這關係到教師的操守及水平。從這份
試題來看，出題教師肯定不合格。

況且，就算教師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但學校卻不是
他們宣揚政見的「宣講所」？但現時沙田官立中學的
教師，卻利用出題的權力，故意在試題上散播各種歪
理及偏見，並且通過引導性的問題潛移默化地影響學
生。中二學生還未夠成熟去明辨是非，正需要教師羅
列不同觀點培訓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但有關教師卻以
填充題將一己的政治立場強加於學生身上，如果學生
不認同而提出另外的答案，結果將會一分都拿不到。
這些教師公然濫用教師身份和權力去為政治服務，根
本不配為人師表。

教育局有責任追究違規教師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回應事件時表示，局方仍在

了解中，而有關學校早前已道歉，並表達關注。他相
信有關題目只是測試學生對成語的理解，並無其他動
機。這種回應並不能令人滿意。本港教育條例明確禁
止教師在校園宣傳及發布政治性質的材料，《教育條
例》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對在學
校傳布或表達顯然有偏頗的政治性質的資料或言論的
管制」；《教育條例》也列明如當局認為有教員「不
稱職」或做出「專業上的失當行為」、「不利於維持

該教員任教的學校的良好秩
序及紀律者」，當局都有權
取消有關教員註冊。同時，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
制定的教師守則，亦明確要
求教師對公眾承擔義務，包括「應尊重法律及社會接
受的行為準則」、「應以身作則履行公民的義務」、
「致力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培養學生的自由、
和平、平等、理性、民主等意識」。

顯然，在試卷上鼓吹仇警、罔顧事實的妖魔化警
員，肯定與教師專業守則背道而馳。更何況，所有香
港官立學校的教師，都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他們首
要的品格要求，就是必須遵守法律，絕對不能暗示或
者慫恿學生從事犯法的事情。但這些教師捫心自問，
將示威者大肆美化成什麼「渾身是膽」，難道不是要
煽動學生參與違法衝擊？難道不是鼓吹學生挑戰法
律、仇視警員？當局理應根據《教育條例》追究，不
能讓他們繼續遺害學生。

古希臘的閒暇教育以及中國先秦時的賢人教育，將
教育視為人生最高層次的享受和權利，超越於政治之
上。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說，「人即目的，而非
工具」，這成為人本教育的宗旨。人本教育主張教育
應該以人為本，反對教育淪為政治的婢女，主張學生
有免被欺騙之權利、拒絕教唆之權利。教育界肩負百
年樹人的重任，有責任阻止政治魔爪伸入校園，有責
任阻止教育變成政治的婢女，對於業界的害群之馬更
加不能姑息。

沙田官中「洗腦試卷」妖魔化警隊 當局應根據《教育條例》徹查追究
近日網上流傳的一份內容偏頗極端，肆意將警隊妖魔化的試卷，是來自沙田官立中學。校

方事後解釋，教師出卷原意是想以同學較為熟悉的時事議題為題材，並無任何動機或政治立

場云云。如果說在試卷中以「草菅人命」來形容警方才能夠得分，這樣設題還敢說沒有政治

動機和立場，這是當全港市民是傻瓜。涉事教師故意利用出卷權力，將一己之政治立場強加

於入世未深的學生，以此令學生從小滋生仇警、挑戰法治的錯誤思想，不但居心叵測，更是

置學生利益於不顧，這樣的教師怎能不追究？沙田官中是一所官立學校，教師都是公務員，

更有責任嚴格遵守教師守則。《教育條例》列明如當局認為有教員「不稱職」或做出「專業

上的失當行為」，當局都有權取消有關教員註冊。現在有學校出現害群之馬，教育局絕不能

輕輕放下，必須根據《教育條例》徹查，對違規教師及管理層處以相應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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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海難兩船長否認誤殺
控方：對39死者負有謹慎責任 無適當瞭望或採有效措施防相撞

巴士撞飛西裝友 醫科生路過施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尖沙咀彌

敦道昨晨發生嚴重車禍。一名西裝筆挺中
年漢在交通燈位過馬路時，遭一輛馳至巴
士撞至飛彈兩米外倒地昏迷，口鼻狂噴鮮
血，送院命危。事發時剛有一名外籍醫科
學生途經現場，見狀馬上趨前協助救治傷
者。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不排除有人衝

紅燈過馬路。
傷者姓吳、51歲，頭部重創，送院情況

危殆。事發昨晨9時26分，一輛九巴由54
歲姓蔡車長駕駛，沿尖沙咀彌敦道南行，
途至近堪富利士道對開燈位時，一名身穿
筆挺西裝男子突走出過馬路，巴士收掣不
及將男子撞至飛彈兩米外倒地。現場消息

稱，男子當時頭部重創，口鼻噴血，倒地
昏迷不醒。
當時一名外籍醫科學生和一名趕上班的姓

蘇途人見狀，見義勇為馬上趨前協助救人。
蘇事後稱，他們合力將傷者扶正，該名外籍
醫科生替傷者檢視口腔，確保呼吸順暢，稍
後救護車到場將傷者送院。蘇續稱，事發時
有人疑衝紅燈過馬路，加上他只顧張望右邊
路面，巴士卻由他左邊駛至，因事出突然，
巴士煞掣不及將其撞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一輛新車落地僅個多月、
身價逾百萬的純電動車Tesla
Model S，昨午在九龍灣捲入3
車相撞交通意外，車頭損毀冒
煙，意外共釀4人受傷送院，
包括Tesla Model S的司機，幸
各人傷勢均不嚴重。警方正調
查肇事原因。

撞的剷橋躉 再撼客貨車
事發昨午1時52分，一輛的
士沿海濱道東行右轉入啟興道
之際，一輛紅色電動 Tesla
Model S沿逆線駛至，雙方收掣
不及攔腰相撞，的士被推至剷
上行人路擱在天橋橋躉上，
Tesla繼而再與停在啟興道路邊
的客貨車碰撞。現場消息稱，
Tesla的車頭損毀冒煙，司機受
傷；而的士半邊車身擱在欄杆
上，左邊車身凹陷，的士上兩
名男女乘客一度被困，須由消

防員救出。
首部供港的右軚版純電動車

Tesla Model S 今年 7 月才抵
港，而昨日肇事的Model S亦
剛於今年9月30日新車落地，
售價102萬元，登記車主是一
間從事市場推廣的公司，事發
時由一名36歲姓李男子駕駛，
他在意外中與51歲姓何的士司
機，以及兩名分別27歲姓吳及
35歲姓陳男女的士乘客同受輕
傷送院。
純電動車Tesla Model S分別

有配備60kWh及85kWh容量電
池等型號，根據官方資料，最
高階的Model S馬力有515匹，
極速 250km/h， 由 0km/h 至
100km/h只需3.4秒，性能表現
可媲美時下一線超級跑車。
85kWh版本的Model S，充滿
電可提供502km續航力，對於
本地用家日常代步而言，理論
上可每隔4天至5天才充電一

次 。 廠 方 指 最 新 的
Supercharger 充電系統，只需
約20分鐘便可以充滿五成電
量，完全充電亦只需約一小
時。
Tesla電動車已非首次捲入交

通意外，去年11月 25日，有

「戒毒醫生」之稱的英國醫生
莫偉倫（Dr.Wayne Moran），
駕駛其全港只有10輛的Tesla
電動跑車Roadster，在鴨脷洲
海傍道失事與私家車相撞後，
再碰撞咪錶及停在路邊的客貨
車。

■■價值過百萬元價值過百萬元TeslaTesla電動電動
車車((中中))在九龍灣啟興道與的在九龍灣啟興道與的
士及客貨車相撞現場士及客貨車相撞現場。。

機場保安一哥涉貪案
廉署須交還特保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前機場保安「一
哥」周富祥，去年捲入貪污醜聞被廉署拘捕，因
不滿廉署執行搜查令時，在他家中檢取一份受法
律專業特權保障的文件，周認為此舉或超越搜查
令範圍，早前遂入稟高等法院要求廉署交還文
件。法庭昨頒下判詞，認為案中文件受法律專業
特權保障，不認為周在文件被檢取後有放棄有關
權利，故下令廉署須立即交還文件予周。
涉案文件由廉署於去年6月25日在周家中檢

取，周早前作供指文件上有他與事務律師就他涉
案的法律指示及筆記，包括案情背景及一些描繪
機場運作等的圖表，被檢取的是文件的副本，正
本則由其律師保管。他同日與廉署會面後，與律
師開會才知該文件受法律專業特權保障。

兩婆婆入稟
告村代表私吞贈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3名女村民近40

年前合資購買一幅位於上水坑頭村、逾4千多呎
的地皮興建佛堂。其中一人約於20年前去世，其
餘兩名現已年逾八旬的女村民，計劃將佛堂捐贈
予坑頭村村公所，兩人相信村代表郭錦祥可幫
忙，便與他到律師樓辦理有關手續，惟郭被指瞞
着兩人，私自將地皮轉至自己名下。
兩名女村民早前入稟控告郭，要求法庭聲明送

贈契無效，望法庭頒令郭需將地皮「歸還」予兩
人。原告為胡蝶愛（86歲）及劉嫦（87歲）。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首被告「南丫四號」船長周志偉及
次被告「海泰號」船長黎細明，

各否認39項誤殺罪，一項危害他人海
上安全罪及一項罪名相同的交替控
罪。
誤殺控罪指兩名被告身為船長，

對39名死者負有謹慎責任，卻沒保
持適當瞭望或採取任何有效措施或
步驟避免相撞，違反責任及構成嚴
重疏忽，是導致死者死亡的重大原
因。

危害他人海上安全及交替控罪指出
兩人身為船長，沒使用視覺、聽覺及
雷達保持適當瞭望，以對碰撞作全面
危險評估，及沒採取足夠的果斷或預
防行動避免碰撞。

特邀熟船務法官回港審案
主審法官為熟悉船務的英國退休法

官祈彥輝，獲司法機構特別邀請回港
審理本案。律政司一方由外聘資深大
律師布思義、大律師王興偉、大律師

蘇穎詩及律政司高級檢控官張民焜上
陣。
首被告委聘擅長船運事宜的英國御

用大律師 James Michael Turner、本
地資深大律師麥高義及大律師許佐
賓；次被告由本地資深大律師金貝理
及大律師葉天慧代表。
司法機構昨在高院14樓大堂直播審

訊，並預留11個記者席於昨早7時55
分以先到先得形式派籌，全部名額早
於7時15分填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兩年前

國慶日港燈船「南丫四號」與港九小輪

「海泰號」相撞，造成39人死亡的南丫

海難。兩名肇事船長各被控39項誤殺等

罪名，案件昨在高等法院開審。兩被告

否認全部82項控罪後，控辯雙方展開法

律爭拗，預計需時數天，之後再遴選陪

審團正式傳召證人。

■■「「南丫四號南丫四號」」船長周志偉船長周志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海泰號海泰號」」船長黎細明船長黎細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當日渡輪被撞後即時下沉，百人墮海。 資料圖片

純電動車落地僅逾月捲連環車禍


